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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美文·心经

提提醒醒幸幸福福
□毕淑敏

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
中过日子。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
动，妈妈就说，别忘了多穿衣服。
才相识了一个朋友，爸爸就说，
小心他是个骗子。你取得了一点
成功，还没容得乐出声来，所有
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别骄傲！
你沉浸在欢快中的时候，自己不
停地对自己说：“千万不可太高
兴 ，苦 难 也 许 马 上 就 要 降
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
中过日子。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
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
顶。

在皓月当空的良宵，提醒会
走出来对你说：注意风暴。于是
我们忽略了皎洁的月光，急急忙
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
当我们大睁着眼睛枕戈待旦之
时，风暴却像迟归的羊群，不知
在哪里徘徊。当我们实在忍受不
了等待灾难的煎熬时，我们甚至
会恶意地祈盼风暴早些到来。

风暴终于姗姗地来了。我们
怅然发现，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
有用的。事先能够抵御的风险毕
竟有限，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
是无限的。战胜灾难靠的更多的
是临门一脚，先前的惴惴不安帮
不上忙。

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我
们守住凌乱的家园。气还没有喘
匀，新的提醒又智慧地响起来，
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
期待。

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
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
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
的快活。我们太注重了自己警觉
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
从此注意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

吗？
提醒注意跌倒……提醒注

意路滑……提醒受骗上当……
提醒宠辱不惊……先哲们提醒
了我们一万零一次，却不提醒我
们幸福。

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
也跑不了。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
西你自会珍惜，犯不上谆谆告
诫。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觉
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
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
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
么？

那就是幸福啊！
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

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
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
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
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
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
依，时而南辕北辙。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
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
不断地训练。

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
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
们想象的那样少。

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
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
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

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
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
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
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

世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
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
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
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的征
兆。

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
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
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

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也不要企
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使幸福很
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
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
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
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
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

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
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
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
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
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
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
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
凉中愈发熠熠夺目。

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
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
情、成功、团圆……

它们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
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它们
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
了，揭去帏幔，才发觉它有钢铁
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
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
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
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
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

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
生命的黄金。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
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
惜。

我们要提高对于幸福的警
惕，当它到来的时刻，激情地享
受每一分钟。据科学家研究，有
意注意的结果比无意要好得多。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
对自己说，这是春天啦！心里就
会泛起融融的绿意。

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
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
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
有了更多的幸福！

所以，丰收的季节，先不要
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
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我们
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
悦。

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
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要管以
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
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
包。

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
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踌躇片

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
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
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
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
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滓。
让我们一起举杯，说：我们幸福。

所以，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
父母膝下时，哪怕他们鬓发苍
苍，哪怕他们垂垂老矣，你都要
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因
为天地无常，总有一天你会失去
他们，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光。

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
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
觉。

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
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
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
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
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
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
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
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
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
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

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
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
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季羡林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
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
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
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
(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时常引用的，脍炙
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

这种说法适用于一切人，旧社会的皇帝老爷
子也包括在里面。他们君临天下，“率土之滨，莫非
王土”，可以为所欲为，杀人灭族，小事一桩。按理
说，他们不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实际上，
王位继承，宫廷斗争，比民间残酷万倍。他们威严
地坐在宝座上，如坐针毡。虽然捏造了“龙驭上宾”
这种神话，他们自己也并不相信。他们想方设法以
求得长生不老，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连英主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不能“免俗”。汉武
帝造承露金盘，妄想饮仙露以长生；唐太宗服印度
婆罗门的灵药，期望借此以不死。结果，事与愿违，
仍然是“龙驭上宾”呜呼哀哉了。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权力极大，娇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
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
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
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
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
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
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
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上
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
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
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
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
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
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
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
“考”字，就能让你谈“考”色变。“考”者，考试也。在
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
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
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
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
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
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
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
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
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
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
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人人有一本难念的
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
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
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
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不不完完满满才才是是人人生生

名家言

□乃粒

小彼得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有时他得空便到爸爸的商店里
去瞧瞧。店里每天都有一些收款
和付款的账单要经办，彼得常常
受遣把这些账单送往邮局寄走。
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似乎也已成
了一个小商人。

有一次，他忽然想出了一个
主意：也开一张收款账单寄给他
妈妈，索取他每天帮妈妈做点事
的报酬。

某天，妈妈发现在她的餐盘
旁边放着一份账单，上面写着：

母亲欠她儿子彼得如下款
项：

取回生活用品 20芬尼
把信件送往邮局 10芬尼
在花园里帮助大人干活

20芬尼
他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10芬尼
共计：60芬尼

彼得的母亲收下了这份账
单并仔细看了一遍，她什么话也
没有说。

晚上，小彼得在他的餐盘旁
边找到了他所索取的60芬尼报
酬。正当小彼得如愿以偿，要把
这笔钱收进自己口袋时，突然发
现在餐盘旁边还放着一份给他
的账单。他把账单展开读了起
来：

彼得欠他的母亲如下款项：
在她家里过的十年幸福生

活 0芬尼
十年中的吃喝 0芬尼
在他生病时的护理 0芬尼
他一直有个慈爱的母亲 0

芬尼
共计：0芬尼
小彼得读着读着，感到羞愧

万分！过了一会儿，他怀揣着一
颗怦怦直跳的心蹑手蹑脚地走
近母亲，将小脸蛋藏进了妈妈的
怀里，小心翼翼地把那60芬尼塞
进了她的围裙口袋。

母母亲亲的的账账单单

小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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